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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以通信技术，公开了一种支持密

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及系统；每一时间

周期用户的签名私钥均为两部分的乘积，一部分

是审计者根据自身私钥生成的更新消息，另一部

分是由用户的私钥和当前时间周期计算；任何时

间周期的签名私钥都需要用户和审计者共同生

成；在数据去重中，利用布隆过滤器实现文件的

客户端去重。本发明利用布隆过滤器实现文件的

客户端去重，在云服务器已经存储相同文件的情

况下无需进行二次上传，同时避免恶意用户在不

拥有该文件的情况下通过伪造证明值非法获取

该文件；在挑战与响应过程中，云服务器挑选文

件的一部分消息块进行验证，审计者无法通过云

服务器发送的响应值获得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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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

完整性验证方法每一时间周期用户的签名私钥均为两部分的乘积，一部分是审计者根据自

身私钥生成的更新消息，另一部分是由用户的私钥和当前时间周期计算；任何时间周期的

签名私钥都需要用户和审计者共同生成；在数据去重中，利用布隆过滤器实现文件的客户

端去重。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持密

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生成系统公开参数及用户和审计者的公私钥对；

步骤二，审计者每到一个时间间隔就利用自己的私钥协助用户更新签名私钥；

步骤三，用户在上传文件之前先将文件的哈希值发送给云服务器验证云服务器中是否

存储过该文件；若没有则上传文件与签名，否则用户完成与云服务器的持有性证明协议；

步骤四，审计者与云服务器进行挑战与响应协议，验证云服务器存储的文件是否完整。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

具体包括：给定安全参数1k，生成系统公开参数 随机选择

并计算 得到用户ui的公私钥对 用户随机选择 并发

送给审计者作为其私钥，对应的公钥为 系统公钥为pk＝(g ,ω,pkTPA ,pki ,

spk)；密钥服务器随机选择一个收敛密钥种子ks用于进一步生成文件加密密钥，并为每个

用户分配一个私钥ck用于封装文件的加密密钥。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

具体包括：在时间周期t开始时，审计者利用私钥skTPA计算更新消息 并发送给

用户；用户收到更新消息δt后，利用等式e(g,δt)＝e(pkTPA,H(t))验证消息的有效性。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

具体包括：用户ui在时间周期t内需要上传文件F，将文件分为n个块m1 ,m2 ,… ,mn，其中

然后计算hi,j＝H(F)并上传给云服务器；云服务器收到之后判断hi,j是否已存。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

括：

(1)若云服务器中没有找到相同的hi,j，云服务器发送“No”给用户ui；用户ui收到后利用

更新消息δt计算 并与密钥服务器一起，执行如下步骤对文件F进行加密并生

成认证标签Φ：1)用户ui计算每个消息块的Hash值 并将所有计

算结果 发送给密钥服务器；2)密钥服务器收到后对所有j＝1,…,n，计

算 其中ks由密钥服务器保管；3)用户ui加密每个消息块，计算ctj＝Enc

(ksj,mj)，即得到文件F的密文(idF,{ctj|j＝1,…,n})，其中Enc(·)是一个对称加密算法；

4)用户ui用密钥服务器为其分配的私钥ck封装收敛密钥ksj并存储在云服务器中；5)用户ui

随 机 选 择 计 算 R ＝ g r ，并 由 此 计 算 每 个 消 息 块 m j 的 认 证 标 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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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dj和idF分别为消息块mj和文件F的标识符；6)用户ui

生成文件F的标签tagt＝idF||t||SSigssk(idF||t)和一个认证标签集合Φ＝{t,R ,σ1 ,…,

σn}；

用户ui计算文件F中每个消息块mj(j＝1,…,n)相应的证明值Tj＝H1(mj)和伪随机值Pj

＝Prf(Tj,idj)，然后将每个伪随机值Pj插入布隆过滤器BFF中，并将布隆过滤器BFF连同文件

F的密文集合(idF,{ctj|j＝1,…,n})，文件标签tagt和认证标签集合Φ一起上传给云服务

器；云服务器计算H(F)，验证认证标签的正确性以及hi＝H(F)是否成立；若验证通过，云服

务器将用户ui上传的内容存储起来，并返回用户ui文件F密文的链接和标签tagt；否则，云服

务器返回出错消息；

(2)若云服务器中已经存储过文件F，则需要用户ui通过与云服务器的PoW挑战；首先，云

服务器随机选择文件F中的s个密文消息块，并将消息块的索引集合K＝{k1,…,kl}发送给用

户ui，其中1≤l≤n；收到集合K后，用户ui计算集合中每个索引kq(q＝1,…,l)对应的证明值

然后将 返回给云服务器；对于所有云服务器选出的l个消息块，

云服务器利用用户ui返回的 计算其伪随机值 并验证是否

所有的 均属于布隆过滤器BFF；若属于，则向用户ui发送文件F密文的链接和认证标签

tagt；否则，返回出错消息。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四

具体包括：若用户ui想要验证此前上传文件F的完整性，则首先将文件F的认证标签tagt发送

给审计者；审计者收到后利用spk验证文件认证标签tagt的有效性；若有效，则选择一个索

引集合I＝{id1,id2,…,idc}，其中的每个元素均在[1,n]中；对于每个 审计者随机

选择vj，并生成挑战值 发送给云服务器；云服务器在收到挑战值chal后，

计算 和 并将响应值P＝(t,R,σ,μ)发回给审计者；

审计者收到响应值P后，验证以下等式：

若成立，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8.一种实施权利要求1所述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的支持密态数据去重

和完整性验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系统包括：

云服务器，用于实现用户的客户端去重，发送响应值至第三方审计服务器；同时接收第

三方审计服务器的挑战值；

用户，用于发送消息块的Hash值到密钥服务器，发送认证标签至密钥服务器；

密钥服务器，用于发送文件的加密密钥至用户；

第三方审计服务器，用于发送密钥更新信息至用户。

9.一种实施权利要求1～7任意一项所述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的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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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器。

10.一种实施权利要求1～7任意一项所述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的云存

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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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以通信技术，尤其涉及一种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及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业内常用的现有技术是这样的：随着云计算的飞速发展，基于云平台构建的

各种应用逐渐融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通过云计算技术，用户和企业并不需要花费过高的

代价用于前期硬件的购置和维护上。另外，强大的计算和存储能力也使得用户更愿意依托

云来处理各种复杂的任务。用户的计算资源和管理能力非常有限，无法承担大规模的计算

任务；通过将数据存储在云服务器中就可将用户从繁重的计算任务中解放出来。云存储作

为未来存储技术的一种发展趋势，为用户提供便捷和低成本的海量存储服务，使得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将数据存储在云中。用户将个人数据存储在云服务器中交由云存储服务提供商

(Cloud  Service  Provider,CSP)统一管理，不但大大减轻了用户的本地存储负担，而且使

用户能够随时随地访问云端数据。由于用户不具有对云端个人数据的绝对控制权，数据安

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为了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CSP可能故意删除用户的一部分数

据。即使CSP能够诚实地存储用户的数据，也不可避免软硬件故障而导致数据的损坏问题。

当上述问题发生时，CSP可能隐藏这些错误，并且使用户相信他们的数据仍然被正确地存储

在云服务器上。为确保用户存储在云服务器上个人数据的正确性，需要周期性地对云端个

人数据执行云端数据完整性检查。如果用户将云数据下载到本地以验证其完整性，在数据

量较大的情况下是低效的。为此，研究者们提出了数据持有性证明(Provable  Data 

Possession,PDP)和数据可恢复证明(Proof  of  Retrievability,PoR)。PDP方案使用户即

使删除了本地数据，仍然可在无需下载数据的条件下，利用数据标签验证云服务器是否持

有完整的用户数据，且在此过程中不会泄露数据内容。PDP方案注重快速验证云端数据是否

损坏，而PoR方案除此功能之外还能恢复已损坏数据，二者对应的应用需求不同。此外，为了

提高云存储服务提供商的存储效率，节约用户带宽消耗，还需要对数据进行去重操作，通过

数据去重可以消除冗余的数据，相同的文件只保存一个物理副本，大大减少了用户上传带

宽以及存储空间。然而机械的将数据去重与完整性验证结合起来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上传者

身份的混淆，以及由此而来的一些安全性问题。这是因为后续如果有用户需要上传一个服

务器中已有的文件，在上传过程中如果生成的标签中含有用户的身份，则会导致标签与服

务器中存储的相应的文件标签不一致，也就使得云服务器无端存储了许多额外的数据，且

会与后续的完整性验证工作造成冲突。因此云存储环境中存在需要同时实现数据完整性验

证和去重的情况。然而现有同时支持数据完整性验证和去重的方案均无法实现密钥更新，

因而不能抗密钥泄露，这使得用户的密钥在完整性验证审计的过程中可能会遭到窃取。一

旦恶意的云得到了用户的私钥就能通过伪造认证标签来隐藏数据丢失，甚至为了节省存储

空间删除用户不常访问的数据而不被察觉。

[0003] 综上所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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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 (1)用户不具有对云端个人数据的绝对控制权，数据安全得不到保证。

[0005] (2)机械的将数据去重与完整性验证结合起来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上传者身份的混

淆，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安全问题。

[0006] (3)现有同技术无法实现密钥更新，因而不能抗密钥泄露，使得用户的密钥在完整

性审计的过程中可能会遭到窃取。

[0007] 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难度和意义：

[0008] 虽然现有数据完整性验证方案已经实现了数据去重或抗密钥泄露,但是仍然没有

方案同时实现抗密钥泄露、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三种功能。进一步地，如果只是单纯地在

支持去重的验证审计方案中加密密钥更新，则可能导致在不同时间周期由于用户私钥不同

而无法成功去重。本发明在同时支持完整性验证和密态数据去重的方案中实现密钥更新的

目的。应用布隆过滤器技术实现数据去重，第三方验证审计者在每个时间周期开始时协助

用户生成该时间周期下的私钥和签名私钥，且能保证每个时间周期下用户的私钥和签名私

钥彼此相互独立，解决了密钥更新的问题。恶意的云服务器不能通过已泄露时间周期的签

名私钥获得其他时间周期用户的签名私钥，保护了除密钥泄露发生的时间周期外任意时间

周期审计方案的安全性。本发明引入密钥服务器协助用户生成文件的加密密钥，使得方案

能在成功去重的前提下保证文件的机密性。

发明内容

[0009]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

法及系统。

[0010]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所述支持密态

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每一时间周期用户的签名私钥均为两部分的乘积，一部分是审

计者根据自身私钥生成的更新消息，另一部分是由用户的私钥和当前时间周期计算；任何

时间周期的签名私钥都需要用户和审计者共同生成；在数据去重中，利用布隆过滤器实现

文件的客户端去重。

[0011] 进一步，所述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步骤一，生成系统公开参数及用户和审计者的公私钥对；

[0013] 步骤二，审计者每到一个时间间隔就利用自己的私钥协助用户更新签名私钥；

[0014] 步骤三，用户在上传文件之前先将文件的哈希值发送给云服务器验证云服务器中

是否存储过该文件；若没有则上传文件与签名，否则用户完成与云服务器的持有性证明协

议；

[0015] 步骤四，审计者与云服务器进行挑战与响应协议，验证云服务器存储的文件是否

完整。

[0016] 进一步 ，所述步骤一具体包括 ：给定安全参数1 k ，生成系统公开参数

随机选择 并计算 得到用户u i的公私钥对

用户随机选择 并发送给审计者作为其私钥，对应的公钥为

系统公钥为pk＝(g,ω,pkTPA,pki,spk)；密钥服务器随机选择一个收敛密钥

种子ks用于进一步生成文件加密密钥，并为每个用户分配一个私钥ck用于封装文件的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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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钥。

[0017] 进一步，所述步骤二具体包括：在时间周期t开始时，审计者利用私钥skTPA计算更

新消息 并发送给用户；用户收到更新消息δt后，利用等式e(g ,δt)＝e(pkTPA ,H

(t))验证消息的有效性。

[0018] 进一步，所述步骤三具体包括：用户ui在时间周期t内需要上传文件F，将文件分为

n个块m1,m2,…,mn，其中 然后计算hi,j＝H(F)并上传给云服务器；云服务器收到之

后判断hi,j是否已存。

[0019] 进一步包括：

[0020] (1)若云服务器中没有找到相同的hi,j，云服务器发送“No”给用户ui。用户ui收到后

利用更新消息δt计算 并与密钥服务器一起，执行如下步骤对文件F进行加

密并生成认证标签Φ：1)用户ui计算每个消息块的Hash值 并将

所有计算结果 发送给密钥服务器；2)密钥服务器收到后对所有j＝

1,…,n，计算 其中ks由密钥服务器保管；3)用户ui加密每个消息块，计算

ctj＝Enc(ksj,mj)，即得到文件F的密文(idF,{ctj|j＝1,…,n})，其中Enc(·)是一个对称加

密算法；4)用户ui用密钥服务器为其分配的私钥ck封装收敛密钥ksj并存储在云服务器中；

5) 用户u i随机选择 计算R＝g r ，并由此计算每个消息块m j的认证标签

其中idj和idF分别为消息块mj和文件F的标识符；6)用户ui

生成文件F的标签tagt＝idF||t||SSigssk(idF||t)和一个认证标签集合Φ＝{t,R ,σ1 ,…,

σn}；

[0021] 用户ui计算文件F中每个消息块mj(j＝1,…,n)相应的证明值Tj＝H1(mj)和伪随机

值Pj＝Prf(Tj,idj)，然后将每个伪随机值Pj插入布隆过滤器BFF中，并将布隆过滤器BFF连同

文件F的密文集合(idF,{ctj|j＝1,…,n})，文件标签tagt和认证标签集合Φ一起上传给云

服务器；云服务器计算H(F)，验证认证标签的正确性以及hi＝H(F)是否成立。若验证通过，

云服务器将用户ui上传的内容存储起来，并返回用户ui文件F密文的链接和标签tagt；否则，

云服务器返回出错消息；

[0022] (2)若云服务器中已经存储过文件F，则需要用户ui通过与云服务器的PoW挑战。首

先，云服务器随机选择文件F中的s个密文消息块，并将消息块的索引集合K＝{k1,…,kl}发

送给用户ui，其中1≤l≤n；收到集合K后，用户ui计算集合中每个索引kq(q＝1,…,l)对应的

证明值 然后将 返回给云服务器；对于所有云服务器选出的l个

消息块，云服务器利用用户ui返回的 计算其伪随机值 并验

证是否所有的 均属于布隆过滤器BFF；若属于，则向用户ui发送文件F密文的链接和认证

标签tagt；否则，返回出错消息。

[0023] 进一步，所述步骤四具体包括：若用户ui想要验证此前上传文件F的完整性，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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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将文件F的认证标签tagt发送给审计者；审计者收到后利用spk验证文件认证标签tagt的

有效性；若有效，则选择一个索引集合 其中的每个元素均在[1,n]中；

对于每个 审计者随机选择vj，并生成挑战值 发送给云服务器；云

服务器在收到挑战值chal后，计算 和 并将响应值P＝(t,R,σ,μ)发

回给审计者；

[0024] 审计者收到响应值P后，验证以下等式：

[0025]

[0026] 若成立，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0027]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实施所述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

的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系统，所述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系统包括：

[0028] 云服务器，用于实现用户的客户端去重，发送响应值至第三方审计服务器；同时接

收第三方审计服务器的挑战值；

[0029] 用户，用于发送消息块的Hash值到密钥服务器，发送认证标签至密钥服务器；

[0030] 密钥服务器，用于发送文件的加密密钥至用户；

[0031] 第三方审计服务器，用于发送密钥更新信息至用户。

[0032]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实施所述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

的云服务器。

[0033]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实施所述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

的云存储系统。

[0034]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优点及积极效果为：在实现抗密钥泄露时，每一时间周期用户

的签名私钥均为两部分的乘积，一部分是审计者根据自身私钥生成的更新消息，另一部分

是由用户的私钥和当前时间周期计算而来。任何时间周期的签名私钥都需要用户和审计者

共同生成，保证了密钥更新的安全性和高效性。由于时间周期是认证标签的一部分，且无法

分离出来，相同消息在不同时间周期的认证标签是不同的，实现了强抗密钥泄露。

[0035] 本发明利用布隆过滤器实现文件的客户端去重，用户在云服务器已经存储相同文

件的情况下无需进行二次上传，同时也能避免恶意用户在不拥有该文件的情况下通过伪造

证明值非法获取该文件；在挑战与响应过程中，云服务器挑选文件的一部分消息块进行验

证，审计者无法通过云服务器发送的响应值获得该文件。

[0036] 与现有技术方案相比，本发明首次在支持数据去重的完整性验证方案中解决密钥

泄露问题，发明不仅仅考虑密钥泄露之前的安全性，还考虑到密钥泄露之后的用户数据机

密性保护问题，使得用户在某一时间周期内的私钥不会影响到其他时间周期，且敌手即使

通过了PoW挑战也很难恢复出明文数据。发明达到了强抗密钥泄露、可检测性以及响应值和

证明值的不可伪造性。

附图说明

[0037]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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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系统结构示意图；

[0039] 图中：1、云服务器；2、用户；3、密钥服务器；4、第三方审计服务器。

[0040]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实现流程图。

[0041]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用户、云服务器和TPA计算开销的变化趋势示意图；

[0042] 图中：(a)无副本；(b)有副本。

[0043]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用户、云服务器和TPA通信开销的变化趋势示意图；

[0044] 图中：(a)无副本；(b)有副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45]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

限定本发明。

[0046] 针对现有技术数据安全得不到保证；导致上传者身份的混淆；用户的密钥在完整

性审计的过程中可能会遭到窃取的问题；本发明在实现抗密钥泄露时，每一时间周期用户

的签名私钥均为两部分的乘积，一部分是审计者根据自身私钥生成的更新消息，另一部分

是由用户的私钥和当前时间周期计算而来，任何时间周期的签名私钥需要用户和审计者共

同生成。

[004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应用原理做详细的描述。

[0048] 如图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包括：

[0049] S101：生成系统公开参数及用户和审计者的公私钥对；

[0050] S102：审计者每到一个时间间隔就利用自己的私钥协助用户更新其签名私钥；

[0051] S103：用户在上传文件之前先将文件的哈希值发送给云服务器验证云服务器中是

否存储过该文件；若没有则上传文件与签名，否则用户完成与云服务器的持有性证明协议；

[0052] S104：审计者与云服务器进行挑战与响应协议，验证云服务器存储的文件是否完

整。

[0053] 如图2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系统包括：云服

务器1、用户2、密钥服务器3、第三方审计服务器4。

[0054] 云服务器1，用于实现用户2的客户端去重，发送响应值至第三方审计服务器4；同

时接收第三方审计服务器4的挑战值。

[0055] 用户2，用于发送消息块的Hash值到密钥服务器3，发送认证标签至密钥服务器3。

[0056] 密钥服务器3，用于发送文件的加密密钥至用户2。

[0057] 第三方审计服务器4，用于发送密钥更新信息至用户2。

[005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应用原理作进一步的描述。

[0059] 如图3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支持密态数据去重和完整性验证方法包括：

[0060] 步骤一，给定安全参数1k，生成系统公开参数 随机

选择 并计算 得到用户ui的公私钥对 用户随机选择

并发送给审计者作为其私钥，对应的公钥为 系统公钥为pk＝(g,ω,pkTPA,pki,

spk)；密钥服务器随机选择一个收敛密钥种子ks用于进一步生成文件加密密钥，并为每个

说　明　书 5/8 页

9

CN 109286490 A

9



用户分配一个私钥ck用于封装文件的加密密钥。

[0061] 步骤二，在时间周期t开始时，审计者利用私钥skTPA计算更新消息 并

发送给用户。用户收到更新消息δt后，利用等式e(g,δt)＝e(pkTPA,H(t))验证消息的有效性。

[0062] 步骤三，若用户ui在时间周期t内需要上传文件F，首先需要将文件分为n个块m1 ,

m2,…,mn，其中 然后计算hi,j＝H(F)并上传给云服务器。云服务器收到之后判断hi,j

是否已存。

[0063] 情况1：若云服务器中没有找到相同的hi ,j，则说明云服务器中没有存储过文件F，

这时云服务器发送“No”给用户ui。用户ui收到后利用更新消息δt计算 并与

密钥服务器一起，执行如下步骤对文件F进行加密并生成认证标签Φ：(1)用户ui计算每个

消息块的Hash值 并将所有计算结果 发送给密

钥服务器；(2)密钥服务器收到后对所有j＝1,…,n，计算 其中ks由密钥

服务器保管；(3)用户ui加密每个消息块，计算ctj＝Enc(ksj,mj)，即得到文件F的密文(idF,

{ctj|j＝1,…,n})，其中Enc(·)是一个对称加密算法；(4)用户ui用密钥服务器为其分配的

私钥ck封装收敛密钥ksj并存储在云服务器中；(5)用户ui随机选择 计算R＝gr，并由

此计算每个消息块mj的认证标签 其中idj和idF分别为消息

块mj和文件F的标识符；(6)用户ui生成文件F的标签tagt＝idF||t||SSigssk(idF||t)和一个

认证标签集合Φ＝{t,R,σ1,…,σn}；

[0064] 用户ui计算文件F中每个消息块mj(j＝1,…,n)相应的证明值Tj＝H1(mj)和伪随机

值Pj＝Prf(Tj,idj)，然后将每个伪随机值Pj插入布隆过滤器BFF中，并将布隆过滤器BFF连同

文件F的密文集合(idF,{ctj|j＝1,…,n})，文件标签tagt和认证标签集合Φ一起上传给云

服务器；云服务器计算H(F)，验证认证标签的正确性以及hi＝H(F)是否成立。若验证通过，

云服务器将用户ui上传的内容存储起来，并返回用户ui文件F密文的链接和标签tagt；否则，

云服务器返回出错消息；

[0065] 情况2：若云服务器中已经存储过文件F，则需要用户ui通过与云服务器的PoW挑

战。首先，云服务器随机选择文件F中的s个密文消息块，并将这些消息块的索引集合K＝

{k1 ,…,kl}发送给用户ui，其中1≤l≤n；收到集合K后，用户ui计算集合中每个索引kq(q＝

1,…,l)对应的证明值 然后将 返回给云服务器；对于所有云服

务器选出的l个消息块，云服务器利用用户u i返回的 计算其伪随机值

并验证是否所有的 均属于布隆过滤器BFF。若属于，则向用户ui发送文

件F密文的链接和认证标签tagt；否则，返回出错消息。

[0066] 步骤四，若用户ui想要验证此前上传文件F的完整性，则首先将文件F的认证标签

tagt发送给审计者；审计者收到后利用spk验证文件认证标签tagt的有效性，若有效，则选择

一个索引集合I＝{id1,id2,…,idc}，其中的每个元素均在[1,n]中；对于每个 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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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随机选择vj，并生成挑战值 发送给云服务器；云服务器在收到挑战值

chal后，计算 和 并将响应值P＝(t,R,σ,μ)发回给审计者；

[0067] 审计者收到响应值P后，验证以下等式：

[0068]

[0069] 若成立，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0070] 为了进一步证明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和优势，以下对本方法进行了效率分析与仿真

分析。

[0071] 目前没有能同时支持抗密钥泄露和密态数据去重的完整性审计方案，因此本发明

方案在功能上具有优势。接下来,本发明从计算效率和通信效率两方面对方案的效率进行

分析与实验仿真。见表1、图4和图5。为便于表示，用exp，mul，hash，pair分别表示指数运算、

乘法运算、Hash运算和双线性对运算。

[0072] 表1支持密钥更新和密文数据去重的完整性验证方案的计算开销

[0073]

[0074] 件上传阶段，若云服务器中没有存储需要上传的文件，则用户需要计算签名私钥

skt，文件标签tagt，认证标签集合Φ和布隆过滤器BFF，计算开销为(n+1)·hash+2exp+3mul

+sig+prf，其中sig和prf分别为数字签名和伪随机函数；反之，若云服务器中已经存储过该

文件，则用户需要生成PoW挑战的证明值，相应的计算开销为l·hash。在挑战阶段，TPA仅随

机选择一些消息块的索引生成挑战值，因此计算开销很小；然而在响应阶段，云服务器生成

响应值时的计算开销为c·exp+(c-1)·mul+c·mul，其中c表示挑战值中选取消息块的个

数。最后，在验证阶段，TPA判断响应值是否有效，计算开销为(c+2)·exp+(c+2)·mul+

3pair。表1分析了方案的总体计算开销。

[0075] 本发明方案的通信开销主要包括文件上传、挑战阶段和响应阶段三部分的开销。

上传文件的过程用户需要将{F,t,σ1,…,σn,BFF}发送给云服务器，这部分的通信开销为|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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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q|，其中，|F|，|q|分别是文件的大小和 或 上一个元素的大小。挑战值TPA挑出

的c个(idj,vj)组成，因此通信开销为c·(|I|+|q|)，其中|I|为索引的长度。响应值(t,R,σ,

μ)的通信开销为3|q|。

[0076] 通过实验仿真对方案的计算开销和通信开销进行分析，利用PBC库给出Linux环境

下的效率分析结果。假设 和 上的元素大小均为160比特，一个消息块的大小为2KB，集

合 中的元素大小为20比特，以下实验结果为50次实验的平均值。图4和图5分别表示了方

案中用户、云服务器和TPA计算开销和通信开销的变化趋势比较，固定文件的分块数量n为

400。可以看出当云服务器中无副本时，TPA和云服务器的计算开销随审计过程中TPA挑战的

文件块数量的增加线性增长，而用户的计算开销只与文件分块的个数n有关。而当云服务器

中有副本时，云服务器承担了密文数据去重的大多数计算开销，因此相比于云服务器中无

数据副本的情况，这种情况下的用户计算量大大降低。方案的通信开销与计算开销情况类

似。

[007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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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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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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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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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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